
多元文化培養出氣質超凡的桂綸鎂、自由校風
給予周定緯在星光大道上發光的動力，還有創意
無限的淡江，提供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以
rock'n roll的早餐搖滾一舉奪下金曲獎最佳新
人的盧廣仲。別以為明星總是別人當，淡江可是
孕育出民歌時代的起點，想紅？就大膽作自己，在
青春恣意的校園中找尋靈感吧！

28. 超級e化系統：搶人氣老師，選課大戰秒殺決勝負
　學校e化系統超高級，不管你要請假還是選課，放馬過來！身為
淡江的學生，不出門就可辦理眾多事務，舉凡線上請假系統、選
課大戰、成績查詢、web版e-mail收發、住宿申請、查詢考試小
表等，同學在家就可一網打盡，不用奔波勞碌更不用在炙熱的豔
陽下排隊，這麼方便的系統，怎麼能不讓同學愛上呢！其中網路
選課，更是備受大家的喜愛，每次公布新的課程規劃，同學無不
摩拳擦掌，期待搶到好老師，選課樂趣讓每位淡江人樂無窮，每
次等待11時00分01秒登入網頁的緊張瞬間，讓大家又愛又恨，電
機四陳功瀚說，不過選課結果就像考試，幾家歡樂幾家愁，「儘
管有心，但不是人人都搶得到林立……。」

29. 徵才博覽會：畢業前就卡位  
  對於畢業後的職涯規劃茫然嗎？想了解各行業人才需求趨勢
嗎？只要來到海報街，不用東奔西跑，不用到處投履歷，到處跑
公司，讓你掌握第一手資訊，讓每位即將畢業的學生，還沒踏出
校園就可參加媒合工作，即時為你的未來卡位！每年只要到了這
個時候，海報街只能以萬人空巷形容呢！數學四施建旭表示，參
加「校園徵才博覽會」，讓他對於了解未來工作方向助益頗大，
「只要來到這裡，不用大老遠到世貿，也可找到好工作！」

30. 狂風暴雨夾擊：練就一身撐傘
好功夫
　想在淡江撐傘不容易，想在淡江不買傘
更是困難。颱風天也好，梅雨季也罷，淡
水總是吸收了台北所有的雨及所有的風，
四面而來的強風挾帶著豐沛的雨量，雨天
想在校園裡撐傘不是容易的事，你必須要
有對抗風阻的強勁手臂，在逆風潛行的雙
腳，還要有隨時到便利商店再買一支傘的

心理準備，因為沿路上你會看到垃圾筒裡塞了好幾隻僅剩骨架的
傘，還有好幾位正飽受「傘開花」的同學，迎面走來，只要練好
這功夫，想要不身輕體健也難。別以為雨天就是掃興天，淡江著
名的克難坡，一到雨天就變瀑布，為之奇景，不少人踏水戲水，
還能與心儀對象共撐一把傘，欣賞細雨洗滌後的淡江校園，製造
絕佳的浪漫氣氛。

31. 山水環繞：要看美景不用上101
　想看夕陽不用到老街、看夜景不用衝陽明山、想嘗試居高臨
下的氣勢，更不用老遠上101，淡江就是絕佳的賞景地點，照過
來，只要你爬上高樓，在驚聲大樓就可俯瞰淡水河，在圖書館讀
書讀累了，還可以遠望觀音山，放鬆疲勞的雙眼。圖書館特別貼
心設計透明電梯，同學們可以將氣派的山水景色盡收眼底。蘭陽
校園景色也是美不勝收，清晨早起，只要打開宿舍窗戶，就可看
見迷人的龜山日出；晚間坐在宿舍平台，蘭陽平原的夜景一覽無
遺，比陽明山的夜景更漂亮呢！

32. PTT TKU_Talk版人氣NO1.：淡江包打聽
　身為一個大學生，就要向PTT（台大批踢踢實業坊）致敬，因
為這裡每天可有10多萬人的流量呢，各式各樣的資訊等你去挖
掘，學會使用PTT後，你更不可不知道TKU_Talk，這可是淡江
大學的專版，學校及周遭每天發生的大小事情，都可以在這裡看
到，有問題也可以發問，神通廣大的版友就會幫你找到答案。如
此迷人的TKU_Talk總讓同學流連忘返，這麼吸引人又重要的地
方，如果你在淡江讀書，不知道TKU_Talk就落伍囉！

33. 文化週：走完一條街 搜括全台名產
　貪心的你想走完一條街就一次購足全台名產嗎？一年一度的文
化週可是淡江人絕對不會錯過的盛會！只要來到海報街，就像有
了小叮噹的任意門一樣，讓你不用浪跡天涯，到處奔波即可滿足
購買慾。化材一范乃中說：「我第一次參加文化週就大失血，往
後3年也要繼續買下去！」

21. 企業最愛私校：走路有風
　蟬聯13年天下《Cheers》雜誌的「1000大企業企業最愛大學生
調查」私校第1名，以及《遠見》雜誌與104人力銀行調查「企業
最愛大學生」連霸4年私校第1。在「團隊合作」、「抗壓性」、
「金融海嘯應變力」，及「自我能力提升」等評比上名列前矛，
絕對是身為淡江學生的驕傲，從報章雜誌、新聞媒體，甚至
YAHOO首頁都刊登報導，讓不少校友、家長、乃至親友，一聽
到「讀淡江」，都不禁豎起大拇指說讚，淡江學生走路超有風！
畢業學長姐也都會在履歷帶上一筆，說明「淡江出品，品質保
證」。

22. 永不熄燈的自習室：自習室就是我家
　挑燈夜戰的同學們，影子被自習室燈光曳地長長的，像皮影人
被映照在白紙上。期中考、期末考，以及研究所考試是大家使用
自習室頻率最高的時刻，更有人在「努力讀書小紙箱」，塞著滿
滿的應試書籍，無不希望在這個安靜的空間發奮苦讀，奪得最好
的成績，蘭陽校園CL405教室也是24小時不打烊的自習室，每天
晚上都可以看見同學準備考托福的身影，讓許多同學都快以室為
家了。

23. 校園沒圍牆：很好翹？是校風自由啦！
　淡江校園沒有高牆圍堵，周圍緊鄰的大學城、水源街，都只有
小橋的聯繫或敞開的大門，絕，上課下課僅在一線之隔。寬敞的
校園，造就開放的校風，仔細一瞧，學校廁所裡的標語這麼寫著
「穿得美美、走得慢慢」，就是要你恣意享受漫步校園的美好，
盡情體會大學生活！當然，沒有圍牆的淡江，靠著全校師生對校
園與社區安全的維護，通過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
安全學校，成為全球首所安全大學，讓學生怡然自得地漫步校
園，並悠閒地在林蔭下，與三五好友聊天，享受午後時光，安全
校園讓家長放心，居民安心。

24. 五虎崗文學獎：生產作家的傳統
　依山傍水的淡江人文氣息豐厚，不單是民歌運動的發源地，
獨立自主的校風也化育出風格特出的作家，從1915年開始，創立
《人間》雜誌的陳映真就在此發跡，發表他的第一篇作品「麵
攤」，此後龔鵬程、朱天文、鐘文音、伊格言、阮慶岳等文壇秀
才，紛紛以淡水為背景創作著述，而中文系每年舉辦的五虎崗文
學獎，聘請專業的評審團隊對作品嚴格把關，使其成為孕育文豪
的搖籃，淡江學生坐擁此地浪漫的夕陽與河面嶙峋的波光，人人
都懷著文人般的情懷，似乎隨處俯拾，即可成詩。

25. 電腦實習室免費印報告：省荷包祝感心
　慘了！半夜12點，電腦中毒，報告又告
急，怎麼辦？免驚免驚，只要來到人稱24
小時工館玻璃屋的新工學大樓電腦實習室
（E313、E314），解決你所有困擾！商管
學院的學生也免驚，SAS軟體這裡也安裝妥
當，4間商館電腦實習室（B201、B203、
B204、B206、B213）讓同學不用怕電腦教室
人山人海。其中，B206、B213更有超強四核

心跑WORD，包準你作業一次完成，不用擔心又要開夜車打報
告！而蘭陽校園電腦實習室（CL323、CL324），也提供學生都
查詢資料、印報告，更可與國外大學同步視訊，了解姊妹校最新
狀況！印報告，學校都免費包辦，讓荷包扁扁的學生祝感心啦。

26. 體育館超高級重訓室：下雨天運動也免驚啦！
　「滴答、滴答……砰！」討厭，又下雨
了！想念國境之南的陽光，淡水的天氣又濕
又冷，害人家嬌弱的身軀三不五時就生病一
下。為了鍛鍊體能，一定要到紹謨紀念體育
館啦！籃球場、排球場、韻律教室，以及媲
美五星級健身房的重量訓練室，就算下大雨
也不怕。蘭陽校園也有多功能教室CL501、
高爾夫球揮杆練習室、撞球室，以及小型重訓室可以免費使用
喔！當看著電腦程控式跑步機、坐式及臥式自行車、史密斯訓練
器、腰部旋轉機等共35種重量訓練器材，地板還鋪上專用合成橡
膠地板，同學就會深深覺得學費絕對沒有被白白「噴」掉。

27. 校園出明星：桂綸鎂、盧廣仲、周定緯就在你身邊
　外語大樓前的樹陰是小鎂愛喝咖啡的地方；大學城的巷道是
Judy回家的路線；小小麥，也許廣仲就排隊在你身後，等待點選
一份鮪魚土司當早餐！淡江出明星，絕對不只是靠美貌，而是靠

　根據環安中心提供的「車禍事故的統計數
據」顯示，自96年度以來，師生發生車禍的數
據大幅滑落，推動健康安全校園的那雙流程之
手，究竟是如何實施的呢？
問：建構健康安全校園，除了降低車禍事故之
外還需要做些什麼？它的PDCA流程又是如何
去推動的呢？
　Ms. Q答：健康安全校園需要用心規劃與具

體實施，詳細流程請跟著Ms. Q一起來瞧瞧吧：
　P（Plan）--研擬《淡江大學健康安全校園推動工作小組設置要
點》，經通過後實施，推動工作小組進行七大任務分組，涵蓋安全
文化、安全環境、健康教育、健康服務、體育活動、危機因應及社
區關係；D（Do）--於97年度舉辦二次健康安全校園推動工作坊，
邀請國內專家蒞校演講；依據國際安全學校42項指標進行全面性檢
核，擬出7項改善策略及短中長期改善作法，本校規劃「降低師生
發生車禍的機會」為優先議題，根據「車禍事故的統計數據」，師
生發生車禍的數據已從96年度的289件降至98年度的166件，改善近
5成；C（Check）--除了會議紀錄外，校內與健康安全相關的各處
室單位及各項委員會，定期提出工作績效報告；建置網站處理事故
傷害的統計並定期發布，作為改善校園環境安全的參考依據；97年
度提出國際安全學校（ISS）認證申請，成為全球首座獲得授證之大
學，並於11月18日簽署國際安全學校協議書；A（Action）--除了
落實會議紀錄決議事項之外，將現有相關84項執行計畫列管追蹤，
並積極參與國內外相關研討會，分享推動經驗並擴大回饋。
健康安全校園你我有責，在這裡Ms.Q要呼籲全校師生一起來共同努
力吧！（王育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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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視窗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Ms.Q之29降低車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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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自然學
導讀林俊宏 產經系教授

的品質管理

　本校長期貫徹三化教育理念之國際化，增進學生外語能
力、建立姊妹校聯盟、招收國際留學生、實施大三留學、
鼓勵發表學術期刊論文和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等方式，以培
養學生的國際觀。雖然我國大學國際化的腳步稍嫌較慢，
可是大學招生和畢業生職場面對國際競爭已經悄悄地來
臨。因此各校皆致力於爭取國家品質獎、教學卓越計畫、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等各項突顯辦學的理念和績效，藉以提
升學校的聲望，期更能吸引國內、外優秀的師資和學生。 
　目前正熱烈地籌辦創校一甲子校慶活動的同時，可曾記
得本校是國內第一所英語專科學校，歷經60年來持續推動
國際化，增加國際知名度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目前我們已
擁有106所姊妹校，以及上百位交換生和外籍生來校就學，
實施17年經驗的大三留學政策，舉辦無數的國際性學術研
討會，接待不計其數的國際貴賓，姊妹校互訪和行政訪問
團的出訪等主動出擊宣揚本校的國際化活動，讓姊妹校和
學術界人士的印象深刻。

　在數位化時代的現今，國外知名大學無不透過精采活潑
的網頁，如國際大型企業的宣傳手法，將各項具吸引力的
資訊和活動內容，公布在網頁，讓有興趣的顧客瀏覽，在
無形中置入行銷並建立美好的印象；因此本校英文網頁，
是與國際接軌，最直接也最方便的窗口。本校各項活動，
如國際型學術會議、姊妹校師生互訪或簽約合作協議，國
際交換生或僑生活動、大三學生留學、校內老師參與校外
公益活動、校友會活動等消息，已在中文網頁公布，若英
文網頁也能同步，甚至透過超連結，可友善地連接相關
院、系、所的活動影片、研究論文和專利成果等；如此豐
富的中英文網頁，對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有絕對的幫助，
進而吸引外籍生優先選擇本校前來留學。
　最近（今年一月份）世界大學網路公布全世界大學
（18000所）的排名，本校名列483，雖然其中學術論文數
量（Rich Files）排名進步，從去年七月的706升至407名，
論文被引用次數（Scholar）排名從423躍進至375名，由此可

見近年來學校積極鼓勵爭取研究計畫案和發表國際期刊論
文的成果發揮。可是本校網頁能見度（Visibility）的排名，
卻大幅度地下滑，從363下降至849名，顯然地本校及各系
所網頁國際化內容的建置，如英文網頁的及時性、豐富性
和內容正確性，非常值得虛心檢討。至於如何運用本校具
優勢的資訊化背景，分別結合本校和各系所提供生動的活
動內容和豐富研究成果，搭配充實活潑的網頁設計，同步
更新英文網頁，列為專責例行性工作的機制建置，將是刻
不容緩。
　世界各國大學，尤其是大陸名校的國際化，已幾乎成為
全民運動；本校突出的國際化表現，期許以四倍的努力與
國際性標竿大學的發展同步，如持續重視創新研究成果、
發表國際期刊論文、主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邀請國際級
大師、鼓勵實質學術交流和互訪等方式，拓展學生國際視
野的活動，並即時充實本校的中、英文網頁資訊，倍增國
際的能見度，這是落實校務發展的重點任務。

第二梯次數位學習導入工作坊－概念篇即起報名
　學教中心舉辦「第二梯次數位學習導入工作坊─概念篇」
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教育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廣
與數位學習跨校合作計畫（北區）」，將於26日至28日舉辦
「第二梯次數位學習導入工作坊─概念篇」，本梯次為服務
中部地區學校，移師至逢甲大學商學大樓第八國際會議廳舉
行。本場次自即日起開放線上報名，詳情請見網站http://nco.
learning.tku.edu.tw。（遠距組）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就貸生補繳退費單22日前辦理
　98學年度第2學期就貸生加退選後應補繳、退費單，將於本
週二（18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請同學簽收後
於21日前至B304，或22日前至台北校園D105辦理。未完成補
繳費者，將無法辦理99學年度第1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
領取證書。可利用信用卡及ATM轉帳繳費，補繳或退費名單
可至會計室網站http://www2.tku.edu.tw /~fc查詢。詳情請電
洽承辦人會計室專員劉玉霞，校內分機2067。（陳書澔）

青出於蘭盃籃球錦標賽週二開打
　為歡送蘭陽校園第2屆畢業班學生，並推展校園籃球運動風
氣，於18日至27日晚上7時進行青出於藍盃籃球錦標賽。男子
組採全場方式比賽，女子組則採3對3鬥牛方式，目前男、女
子組各10隊報名參賽，屆時大家記得到籃球場，為選手們加
油！（蘭陽校園）

Green Heart 5201314 有獎問答20日登場
　環安中心為加強宣導、落實學校永續經營的理念，舉辦
「Green Heart 5201314（我愛您一生一世）有獎問答活動」，
總務處以外之教職員，正確填答後於20日13時14分起，攜帶
服務證並將問卷繳交至會文館F103者，前50位可領取精美獎
品，每人、每單位限領1份；題目須填寫完整標題，答案可參
考總務處、環安中心或 Safe U A6小海報。（洪予揚）

華語中心3學員入選外國人說中文決賽
　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學員參加中央廣播電台外國人說中文
比賽，在180餘組的競賽中，有2組學員入選決賽。初選主題
為以save the earth，淡水校園交換生日本籍田村美穗及幅雅
組隊，以生動活潑的互動與道具說明如何降低地球暖化；台
北校園學員土耳其籍的古艾柏以通緝地球暖化的元凶二氧化
碳，搭配有趣的相片，尋求大家協助追緝元凶。決賽將於22
日在淡水河濱公園溜冰場舉行，另有全球網路票選活動，歡
迎大家幫他們衝人氣，投票請上網站http://www.rti.org.tw/
big5/2010Activity/2010foreigner/vote-c.aspx。（華語中心）

文／陳依萱、陳頤華、江啟義
       黃雅雯、陳韵蓁
攝影／洪翎凱　
圖／戴嫚珊

 　「為什麼經濟學可以解釋幾乎所有的事物？」這本書
展現出多個簡單的經濟學原理，為許許多多日常生活中
千奇百怪的問題提供答案。例如：為什麼女性模特兒就

是比男性模特兒賺得多？為何某些汽車的加油孔位於駕駛側，而有些卻
在另一側？為何硬幣的人頭像多為側面，而紙鈔則多是正面肖像？這些
日常生活中的例子看似與經濟學風馬牛不相干，但作者卻可以充分利用
經濟學的利刀，將萬事萬物剖開，看出其箇中的玄機。
　大多數經濟學的入門課程中，學生可能都要花費許多時間去瞭解一些
過去所完成的經濟學理論。但本書所提到的經濟學觀念，全都出現在日
常生活中的場景中，取材自大家所熟悉的經驗。雖然許多人把經濟學視
為艱澀難懂的學問，但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卻是相當簡單而且合乎常情。
透過具體的案例，讀者們可以理解這些基本原理是如何運作，並可輕鬆
的掌握其中的關鍵，解開日常生活中看似矛盾的行為來獲得樂趣。
　這是一本既好讀又有趣的書。作者在書中提出135個日常生活中有趣的
現象，或許這是讓學生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及學好經濟學的一個好方法。
不論是對經濟學理論了解很深入的經濟學教授，或是對學生及一般接觸
經濟學尚淺的人來說，這本書可以讓我們對日常生活千奇百怪的現象，
在合理的推論下獲得令人驚訝的答案，值得細細品味。

網頁加速國際化 倍增學校能見度

34. 學伴卡抽到手酸：學伴學絆傻傻分不清楚
　人家都說淡江人好客，當你踏入淡江的那刻起就是了！從系上
「抽直屬」開始，就讓你先和學長姐套好交情，他們帶你認識校
園，順便告訴你哪個老師超好過，哪個學分最營養。從文學院到
理學院，都想交朋友，班上的開始流行抽籤的活動，上頭寫著綽
號和MSN，叫做「學伴」，原來是「學習的伴侶」，不怕你抽，
只怕你抽不完。嫌認識淡江還不夠？台北地區的大學都要熟悉一
下，真理、世新、東吳通通不放過！公行三宋亞杰笑說：「抽了
四年，你會發現，MSN上多了好多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叫學
絆（學習的絆腳石），幸運的話，還會遇到心上人！」

35. 系學會迎新超熱情：邱比特也瘋狂
　剛進入淡江這個大家庭，在對一切感到陌生、無助時，各縣校
友會的幹部總在這個時刻打電話給新鮮人，邀請新生參加迎新茶
會，而從學校寄來的牛皮紙袋中，也會有各系的迎新活動。就是
這種完善的制度，讓大家順利融入淡江這個大家庭，經由迎新活
動牽起彼此的感情。邱比特好像特別眷顧這些場合，在1個月後
你總會意外地發現「他們是竟然是情侶？！」別太意外，因為同
學們都心知肚明，這可是促成許多小情侶的好機會！

36. 生活機能優：食衣住行一把罩
　想回家？想出遊？指南客運是你最
佳的好伙伴！想去哪，搭上紅27就可
抵達淡水捷運站，捷運紅線底站往哪
都能通，淡大北門也可通往台北車
站，前門更有校車直達台北校園，四
通八達！更重要的是，公車司機各個
技術高超，90度轉彎、倒車都不是問
題，絕對使命必達，送你平安回家！
而且淡江生活機能方便，食衣住行樣

樣行，英專路、老街、漁人碼頭，不用舟車勞頓，只要走下克難
坡就是熱鬧的地區囉！美味的阿給、冰鎮酸梅湯、香脆的魚酥，
各式各樣的美食，夕陽餘暉下的淡水河畔，生活美麗又愜意！

37. 蛋捲廣場觀星賞月：還
能巧遇仙女陳綺貞
  因形狀可愛被同學暱稱為蛋捲
廣場的書卷廣場，是許多同學們
觀星賞月的小天地。連知名藝人
陳綺貞都情不自禁深受吸引，她
會在忘春瘋演唱會前，到蛋捲廣
場觀星思索，沉浸心靈，也因此
吸引許多封陳綺貞為仙女的粉絲
們常常駐足於此，體會陳綺貞所
訴說的完美一夜。

 
38. 淡江時報免費拿：上學好伙伴
  捷運站有爽報拿到爽，淡江有時報看到爆！
若想知道當週有哪個大咖光臨淡江傳授密
技，哪裡有趴踢可以狂歡，學校又接獲什麼
捷報，或是想要反應心聲，還是變成全民英
檢高手，只要打開淡江時報，包準你一覽無
遺！

39. 學生帥哥美女比例高：不只校園美，人也水噹噹！
　淡江出美女不是浪得虛名，氣質女神桂綸鎂、活潑小天使韋汝
都是美女代表；旺福小民、Energy坤達都是不同性格的帥哥。想
看正妹型男，多在福園坐坐、小小麥前的涼椅旁停留，絕對有意
想不到的收穫！公行三劉育麟說，想一探淡江正妹型男，「那
就看看由學生會舉辦的淡淡生活節，連續兩年拍攝的『微笑手
冊』，不少帥哥美女隱藏其中」，說不定他（她）就在你身邊！

40. 親善大使團：國際交流小尖兵
　古典優雅的旗袍，搭配筆挺的西裝，成群走在校園內，想不看
他們都難！擔負學校重要典禮及接待外賓的任務，親善大使總是
以一抹笑容展現淡江氣質的一面！別看他們女的美、男的俊，各
個可是身懷絕技，不但要背部挺直練習美姿美儀，還要練習西餐
禮儀，用刀叉剝蝦殼，更要有絕佳的抗壓力，接待國際貴賓，在
眾人面前當司儀。親善大使團成立12年，經驗豐富、佳評如潮，
曾有中央大學等校來取經，有人說，淡江最氣質的男女，就是親
善大使啦！

拉丁美洲電影論壇暨電影展今起開跑
　「拉丁美洲電影論壇暨電影展」來囉！即日起至21日（週
五）舉行，主要分為「拉丁美洲電影論壇」、「拉丁美洲電
影週」和「拉丁美洲電影展」三個部分。「拉丁美洲電影
週」於17日至21日中午12時在Ｕ203教室放映「巧克力情人」
等影片；「拉丁美洲電影論壇」於17日上午9時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舉辦；「拉丁美洲電影展」則在圖書館非書資料室前擺
攤，展覽多部拉丁美洲電影和小說等作品。美洲所所長陳小
雀表示，「選擇以電影為主題是希望讓大家更認識拉丁美洲
的電影，拉丁美洲也有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喔！」活動詳情
請見http://www2.tku.edu.tw/~tifx/web/news.html（湯琮詰）

成教部開課加強教師第二專長
　成人教育部為配合教育部提供教師多元進修管道，加強教
師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之教學知能，規劃中等學校教
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及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其
中，教師專長增能班參加學員完全免費。將於7月起開跑，歡
迎符合資格之教師踴躍報名參加，即日起接受報名，相關資
訊可上網站http://www.dce.tku.edu/tw「最新動態」查詢，或
電洽2321-6320分機37，承辦人謝雅陵。（進修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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